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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要提示
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
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
没有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。
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。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
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
□ 是 √ 否
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 5,047,143,433 股为基数，
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 元（含税），无公积金转增股份。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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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司基本情况
1、公司简介
股票简称

中信特钢

股票上市交易所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姓名

股票代码

董事会秘书
王海勇

办公地址

000708

证券事务代表
杜鹤

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山大道 1 号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山大道 1 号
中信特钢大楼 21 楼

中信特钢大楼 21 楼

传真

0510-86196690

0510-86196690

电话

0510-80673288

0510-80675678

电子信箱

zxtgdm@citicsteel.com

duhe@citicsteel.com

2、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
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专业化特殊钢制造企业，具备年产1400多万吨特殊钢材
料的生产能力。公司拥有江苏江阴兴澄特钢、湖北黄石大冶特钢、山东青岛特
钢、江苏靖江特钢四家专业精品特殊钢材料生产基地，安徽铜陵特材、江苏扬
州特材两家原材料生产基地，山东泰富悬架、浙江钢管两大产业链延伸基地，
形成了沿海沿江产业链的战略大布局。
公司工艺技术和装备具备世界先进水平，拥有合金钢棒材、特种中厚板材、
特种无缝钢管、特冶锻造、合金钢线材、合金钢大圆坯六大产品群以及调质材、
银亮材、汽车零部件等深加工产品系列，品种规格配套齐全、品质卓越并具有
明显市场竞争优势，满足能源、交通、工程机械、航空航天等国家优先发展行
业的市场需求，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、重大工程建设等重要领域所需关键特殊
钢材料的制造基地与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技术研发基地。产品畅销全国并远销
美国、日本以及欧盟、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获得国内外高端领域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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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青睐。公司所生产的轴承钢产销量连续10余年全球领先，高端汽车用钢、工
程机械用钢、风电用钢、海洋系泊链钢、矿用链条钢、高端大圆坯等材料国内
市场占有率领先。
2020年，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，盈利水平持续提升，综合
竞争力持续增强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。公司充分发挥集团化统一的管理、
资金、采购、销售平台优势，全方位协调整体经营，提升协同效益，资金方面
统一调度，发挥集中采购规模优势，降低采购成本；充分发挥集中销售的协同
优势，不断优化产品结构，销售总量创历史新高。
2020年，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，一手抓经营生产，通过降本增效、增
产增效，结合市场所需调整产品结构等措施，发挥复合型产线的灵活优势，及
时根据国内外市场波动和行业变化调整产品结构，采取“外贸不足内贸补”的
策略，抓住能源风电、机械加工、汽车用钢复苏的机遇，在多个细分领域实现
“单打冠军”，积极开发“三高一特”产品，经受住了种种考验，全年实现钢
材销售量1399万吨，高端品种和整体产销量同比均有增长，保持稳中有进的态
势。
具体占比如下图所示：

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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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，公司将发挥特钢品种规格丰富、行业领域广泛、
客户群体高端的优势，加快管理提升和品种结构提升，发挥协同效应，全面完
成经营计划，保持行业领先地位。
3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（1）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
□ 是 √ 否
单位：元
项

目

营业收入

2020 年

2019 年

本年比上年增减

2018 年

74,728,365,792.70

72,619,869,343.03

2.90%

72,189,668,226.92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6,024,490,435.25

5,386,471,750.59

11.84%

3,580,278,569.16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常性损益的净利润

5,843,224,435.01

5,211,511,100.22

12.12%

3,446,664,690.19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6,571,651,909.26

7,926,316,139.91

-17.09%

5,662,049,683.74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

1.19

1.07

11.21%

1.34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

1.19

1.07

11.21%

1.34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

22.90%

24.18%

减少 1.28 个百分点

19.30%

项

目

2020 年末

2019 年末

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

2018 年末

总资产

77,440,955,871.62

72,585,012,817.44

6.69%

70,163,292,208.68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

28,350,118,725.45

25,245,131,440.67

12.30%

19,234,523,917.44

（2）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
单位：元
项

目

营业收入

第一季度

第二季度

第三季度

第四季度

17,248,477,739.35

18,620,427,463.56

19,170,293,375.63

19,689,167,214.16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1,291,706,876.57

1,457,349,568.62

1,597,333,953.45

1,678,100,036.61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常性损益的净利润

1,249,087,692.94

1,380,788,292.83

1,556,895,069.56

1,656,453,379.68

-436,494,485.20

2,664,933,916.64

1,711,260,249.99

2,631,952,227.83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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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存在重大差异
□ 是 √ 否

4、股本及股东情况
（1）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
单位：股

报告期末普通
股股东总数

年度报告披露日
15,341 前一个月末普通
股股东总数

报告期末表决
19,986 权恢复的优先
股股东总数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
一个月末表决权恢
0
复的优先股股东总
数

0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
股东名称

股东性质

中信泰富特钢
境内非国有法人
投资有限公司

持股比例

持股数量

75.05% 3,787,987,284

湖北新冶钢有
境内非国有法人
限公司

4.53%

228,854,000

江阴信泰企业
管理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
（有限合伙）

4.39%

221,805,222

中信泰富（中
国）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
司

4.26%

215,251,416

安吉冶泰企业
管理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
（有限合伙）

1.61%

安吉扬泰企业
管理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
（有限合伙）

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

质押或冻结情况
股份状态

数量

3,787,987,284

质押

221,805,222

81,210,239

质押

81,210,239

1.51%

76,264,810

质押

76,264,810

安吉青泰企业
管理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
（有限合伙）

1.10%

55,336,904

质押

23,917,613

安吉信富企业
管理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
（有限合伙）

0.94%

47,545,428

质押

47,545,428

全国社保基金
其他
一零八组合

0.84%

42,390,030

香港中央结算
境外法人
有限公司

0.79%

39,620,361

上述股东中，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、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和中信泰富（中国）投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资有限公司，同属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，存在关联关系，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
说明
理办法》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除上述情形外，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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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
无
（如有）

（2）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

（3）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

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
100%

100%

中信盛荣有限公司

中信盛星有限公司

25.60%

32.53%

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
100%
中信泰富有限公司
100%

100%
万富投资有限公司

SILVER ASCOT HOLDINGS LTD.

100%

100%
盈联有限公司

长越投资有限公司

100%
尚康国际有限公司

100%

原域有限公司
50%

100%
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
4.53%

宝泰有限公司
100%

盈联钢铁有限公司
25%

100%

25%
100%

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
75.05%

中信泰富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
4.26%

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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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公司债券情况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
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
否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
2020 年，受到新冠疫情影响，全球制造业持续低迷，钢材和原材料价格跌
宕起伏，特别是铁矿石，价格连创新高，并维持高位运行，行业面临着国家环
保压力持续增强、区域性供需矛盾突出等不利因素。公司紧抓抗疫保产，双线
作战，以效益为中心、发展为根本，上下同心，真抓实干，通过内贸增量，很
好地弥补了外贸下降的不足，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经营任务目标，2020 年，发展
态势持续向好，各项指标稳中有进，实现稳定增长，体现了较高的发展韧性和
抗周期性。
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7.28 亿元，同比增长 2.90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
股东的净利润 60.24 亿元，同比增长 11.84%；
每股收益 1.19 元，同比增长 11.21%；
总资产 774.41 亿元，同比增长 6.69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83.50
亿元，同比增长 12.30%。
（一）抗击疫情和生产经营两手抓，协同融合再提升。
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心、相互支持，第一时间成立以公司为防疫指挥
部的多个生产基地防疫工作小组，全面落实有关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要求。特
别是处于疫情中心的大冶特钢，对内部实行准军事化管理，取得疫情防控阻击
战的胜利。疫情期间，公司多措并举，通过强化疫情监管、要情报告、人员排
查等管控方式，筑起了疫情防控的钢铁防线；同时创新思路，通过远程办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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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频会议等现代化工作方式，确保工作有序开展，保障了经营生产的稳定顺行。
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，公司通过集团化的统一生产调度、统一市场协调和统
一物资采购的大协调管理模式，全面协调好各生产单元经营生产、原辅材料采
购运输、销售接单和产品发运等各项工作，生产、销售等关键指标再创新高。
2020 年公司生产商品坯材 1452 万吨，销售钢材 1399 万吨（含出口 136 万吨），
公司在没有新增产线装备的基础下实现了产销量进一步的提升。
（二）新品研发和品牌建设两手抓，品牌价值再提升。
坚持走好“精品+规模+服务”主线，以技术研发、质量改进和认证作支撑，
大力开拓高端产品和“以产顶进”市场，在棒线材的技术、市场上继续保持竞
争优势，钢板、特冶锻造产品稳步提高。
公司积极承担国家使命，坚持不懈开展科研攻关，在一系列关键工艺技术
和质量攻关上取得了新突破。“三高一特”产品销量同比超过 50%，国防装备用
特钢材料销售量增幅超过 40%，并成功研发 2060MPa 级超高强度桥梁缆索用盐浴
盘条、盾构机用轴承钢、高温及耐腐蚀合金等一大批高精尖特产品，突破国外
技术壁垒，满足了重大工程、国防装备、航空航天等国家重点领域需求，彰显
了“中信泰富特钢”的品牌力量和使命担当。兴澄特钢成功开发国内最高强度
的水电钢板、高强抗侵彻钢板、高强防护钢板和核电工程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；
大冶特钢研制的大型风电主轴轴承钢 SKF50 填补国内风电市场空白，高强韧性
螺杆钻具用管替代日本进口材料；青岛特钢军工特焊、汽车标准件用钢产销量
分别同比增长近一倍、三倍；靖江特钢设计开发的墩粗直连型套管特殊扣是首
个供中石化的非 API 特殊螺纹接头，填补了此类产品的空白。
在品牌建设方面，公司以品质成就品牌。公司开发了绿色高效电渣重熔工
艺和系列高端产品，主要参与完成的“高品质特殊钢绿色高效电渣重熔关键技
术的开发和应用”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；自主研发生产的
2000MPa 级世界领先超高强度缆索钢丝用盘条，成功应用于世界第一公铁两用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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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桥--沪苏通长江大桥的主缆索；大冶特钢研制材料助力长三甲发送北斗卫星
成功组网，并荣获“中国航天突出贡献供应商”荣誉称号，航天用 D406B、航空
用 300M 材料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征途中迈出新步伐。
2020 年公司荣获“中国卓越钢铁企业国际影响力品牌”，旗下兴澄特钢和大冶
特钢荣获“中国钢材市场优秀品牌”；2020 年 5 月 10 日，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
息在北京发布，兴澄特钢以品牌强度 920、品牌价值 116.63 亿元，位列冶金有
色领域第四位、特钢行业首位。
（三）产品结构和市场调整两手抓，销售品质再提升。
公司积极应对严峻市场，通过产销研联动，抢抓国家“新基建”等政策机
遇，发挥各版块协同效应，加大新产品、新客户、新领域开发力度，做好“四
个细分”（即细分效益、细分市场、细分品种、细分客户），主动出击，围绕
市场需求发挥复合产线优势，适时调整品种结构满足市场，全年钢材销售总量
实现稳定上涨，同比增长 5.43%，其中，轴承行业销量同比增长 10.2%，汽车行
业销量同比增长 5.8%，
能源行业销量同比增长 4.3%，机械行业销量同比增长 6.4%，
高端特材销量同比增长 23.1%，重点高效产品占有率持续提升。疫情期间，公司
与上下游企业守望相助，共渡难关，以最优品质和最优服务赢得用户信任，开
拓风电等持续向好的用户市场，大圆坯产销量屡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。面对整
体出口环境严峻的不利态势，主动作为，攻坚克难，在国际市场最为艰难的情
况下，全年实现外贸销售总量 136 万吨。
（四）降本增效和风险防范两手抓，运营管理再提升。
一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疫情影响导致的严峻市场环境，公司苦练内功，自我
加压，深化开展“生产成本、采购成本、设备运行成本、物流成本、期间费用”
五个重点方面专题降本工作，在落实降本方面逐层传递压力，狠抓落实，提高
降本措施的执行力，全公司超额完成了年度降本目标。
二是各企业以精益转型破局，班组建设夯基“双轮驱动”的管理模式，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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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开展精益管理班组建设。以深入践行技术、设备、生产“三位一体化”的管
理模式全面助力各项管理水平提升。2020 年公司获得冶金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
成果一等奖 1 项、二等奖 2 项、三等奖 7 项。
三是构建内控自评体系，经营运作合法合规。以防范内外部风险为导向，
形成“业务+风控”相融合的管理机制。对财务风险、运营风险、市场风险、法
律合规风险、声誉风险、战略风险、信用风险等风险进行全面有效管控，提升
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。完善了上市公司治理体系，健全内部
管理和控制制度，荣获第十四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：资本运作标杆奖、社
会责任奖、主板价值 100 强，上市公司市值突破千亿大关，得到了资本市场的
广泛认可。
2、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
□ 是 √ 否
3、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%以上的产品情况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
单位：元
项

目

营业收入

营业成本

毛利率

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
同期增减
同期增减
期增减

合金钢棒材

35,209,515,282.61

27,634,575,682.81

21.51%

7.69%

5.08%

1.95%

合金钢线材

10,640,047,705.06

8,689,045,824.96

18.34%

-5.38%

-5.98%

0.53%

特种钢板

9,436,518,163.34

7,892,646,982.02

16.36%

0.20%

-1.41%

1.36%

特种无缝钢管

8,031,598,731.44

6,748,385,412.24

15.98%

1.30%

5.35%

-3.23%

4、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
□ 是 √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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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报告期内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
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6、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7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
（1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
说明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
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》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财务报告附注五、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
计。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，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
当期期初（2020年1月1日）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，对可比期
间信息不予调整。根据前述规定，公司于以上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新会计
政策。
新收入准则对公司的影响：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
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，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
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。上述新准则要求对于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
月1日起施行。执行该项新会计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影响，亦不会
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，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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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
（3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
本公司于 2020 年 2 年 14 日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江苏泰富管材科技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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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泰富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会
2021年3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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